
B023

■ 2015年2月28日 星期六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证券代码：

600547

证券简称：山东黄金 公告编号：

2015-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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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2月27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济南市舜华路2000号舜泰广场3号楼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0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733,452,818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51.5401

其中

：

1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733,406,046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51.5368

2

、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15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46,772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0.003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由公司董事长王立君先生主

持。 现场会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6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

3、董事会秘书邱子裕出席会议；其他高管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733,439,580 99.9982 12,638 0.0017 600 0.0001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 席会 议 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

）

是否当选

2.01

选举陈道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董

事

733,421,210 99.9957

是

2.02

选举毕洪涛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董

事

733,421,209 99.9957

是

2.03

选举邱子裕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董

事

733,421,210 99.9957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1

选举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

案

18,341,844 99.9279 12,638 0.0689 600 0.0032

2.01

选举陈道江为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董事

18,323,474 98.8278

2.02

选举毕洪涛为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董事

18,323,473 98.8278

2.03

选举邱子裕为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董事

18,323,474 98.8278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为普通议案，需获得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议案2为累积投票议案，候选人均当选。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华联律师事务所

律师：崔丽、赫志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和形

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600547

证券简称：山东黄金 编号：临

2015

—

011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15年2月27日在

济南市舜华路2000号舜泰广场3号楼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出席会议的董事9人，亲自出席会议的董事8人，

独立董事高永涛先生因公出差，委托独立董事姜军先生就会议通知中所列议案行使同意的表决权,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监事、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王立君先生

主持。

经与会董事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1、选举王立君、陈道江、毕洪涛、孙佑民、邱子裕、高永涛为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以上6名委员选举结果均为：同意票9票，弃权票0票，反对票0票。

根据《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规定，董事长王立君任主任委员。

2、选举王立君、毕洪涛、高永涛、Bingsheng� Teng、姜军为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以上5名委员选举结果均为：同意票9票，弃权票0票，反对票0票。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选举独立董事Bingsheng� Teng任主任委员。

选举结果：同意票5票，弃权票0票，反对票0票。

3、选举王立君、孙佑民、Bingsheng� Teng、姜军为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以上4名委员选举结果均为：同意票9票，弃权票0票，反对票0票。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选举独立董事姜军任主任委员。

选举结果：同意票4票，弃权票0票，反对票0票。

4、选举王立君、陈道江、高永涛、Bingsheng� Teng、姜军为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以上5名委员选举结果均为：同意票9票，弃权票0票，反对票0票。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选举独立董事高永涛任主任委员。

以上四个专门委员会委员和主任委员任期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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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15年2月27日在济

南市舜华路2000号舜泰广场3号楼公司会议室召开。 应出席会议的监事3人，亲自出席会议的监事2人，

监事刘汝军先生因公出差，委托监事王承荣先生就会议通知中所列议案行使同意的表决权，会议的召开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王培月先生主持。

经与会监事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王培月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至第四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选举结果：同意3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特此公告。

附件：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简历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2月27日

附件：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简历

王培月，男，汉族，1961年9月生，博士研究生学历，工程技术应用研究员。 历任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

司生产部部长，山东黄金矿业（玲珑）有限公司矿长、党委副书记，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产业信息开发中心主任，山东黄金矿业公司科技信息部经理，山东黄金置业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山

东黄金地产旅游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总规划师，山东黄金矿

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 现任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战略规划部经理。

2015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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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园林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4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北京东方园林生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 ）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

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4,756,326,522.38 4,973,637,294.52 -4.37%

营业利润

729,109,153.18 1,022,994,879.45 -28.73%

利润总额

727,136,193.70 1,024,003,035.35 -28.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654,406,594.34 898,967,896.95 -27.20%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65 0.97 -32.9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13% 27.35% -15.2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13,123,283,272.23 11,999,527,096.87 9.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5,706,856,488.94 5,125,361,995.89 11.35%

股 本

1,008,711,947.00 669,256,846.00 50.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

（

元

）

5.66 7.66 -26.11%

注：1.上述数据均按照公司合并报表填列。

2.报告期内，公司股本由669,256,846股增加到1,008,711,947股，按照相关规定相应调整上年同

期基本每股收益。 公司总股本增加原因有：

（1）2014年6月，公司实施了“以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2元（含税），以

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 的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总股本由669,256,846股增至1,003,

885,269股。 详见2014年6月17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上相关公告；

（2）2014年10月， 公司对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55名激励对象的4,826,678份股票

期权予以行权，行权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1,003,885,269股增至1,008,711,947股。详见2014年10月25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相

关公告。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内，中央对地方政府债务的不断规范，公司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潜在债务违约对公司可

能造成的影响，在签约时提高了对客户信用资质的审核，以及要求加强金融保障模式，使得签约周期变

长，以及部分政府工程项目招投标和新开工情况低于此前预期，影响了工程进度。 2014年公司实现营业

收入47.56亿元，同比降低4.3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54亿元，同比降低27.20%。2014年末公

司资产总额131.23亿元，资产负债率56.36%，财务风险基本可控。

报告期内，公司加大了项目收款和结算力度，金融保障模式收款取得重大进展，报告期内实现收款

34.18亿元，同比增加11.52亿元，其中通过金融保障模式收款8亿元。

（二）变动30%以上项目说明

1、基本每股收益同比减少32.99%，主要因为：（1）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下

降；（2）公司2013年12月非公开发行股票63,224,000股（权益分派后变为94,836,000股），首期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第三次行权4,826,678股，导致加权平均股本增加；

2、股本较年初增加50.72%，主要是报告期内：（1）实施了“以资本公积金每10股转增5股” 的权益

分派方案，增加股本334,628,423元；（2）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行权，增加股本4,826,

678元。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2014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公告编号：2015-016）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何巧女、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周舒、会计机构负责人崔庆签字并盖章的

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北京东方园林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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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

122226

债券简称：

12

宝科创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

2015

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债权登记日：2015年3月5日

◆付息日（兑息日）：2015年3月6日

2013年3月6日，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公开发行了宝胜科技

创新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本期债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公司将于2015年3月6日开始支付本期债券自2014年3月6日至2015年3月5日期间的利息（以下简称“本

次付息” ）。 根据《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的规

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债券名称：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

债券简称： 12宝科创

债券代码： 122226

发 行 人：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规模： 人民币6亿元

债券期限： 5�年期，附第3年末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

债券利率： 5.48%，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公司债券按年付息，利息每年支付一次。 若债券持有人在第3年末行使回售权，

所回售债券的票面面值加第3年的利息在投资者回售支付日2016年3月6日一起支付。 本期债券利息兑

付日为2014年至 2018年每年的3月6�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第 1个工作日）。

本期债券本金的兑付通过登记机构和有关机构办理。 本金兑付的具体事项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由发

行人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定的媒体上发布的兑付公告中加以说明。

起息日：自2013年3月6日开始计息，本次付息年度起息日为2014年3月6日。

付息日（兑息日）：2014年至2018年每年的3月6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

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

信用级别：2014年5月30日，经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跟踪评定，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AA，本期

债券信用等级为AA。

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2013年3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

证登上海分公司” ） 。

投资者欲全面了解有关“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 付息的具体条款，请查阅

2013年3月4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的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及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

cn）上的本公司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

二、本次付息方案

按照《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本期债券的票面年利率为

5.48%，每手本期债券（面值人民币1,000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54.80元（含税）。 本期债券付息金额为

人民币3,288万元（含税）。

三、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及付息日

1、债权登记日：2015年3月5日

2、付息日（兑息日）： 2015年3月6日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2015年3月5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全体“12宝科创” 持有人。

五、付息办法

1、本公司已与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签订了《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证登上海分公司

进行债券兑付、兑息。 本公司最迟在本年度付息日前第2个交易日将本年度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证

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

定的银行账户，则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

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公告为准。

2、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在收到上述划付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

构（证券公司或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投资

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20%，每手“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

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面值人民币1,000元）实际派发利息为人民币43.84元（税后）。 本期债券利息

个人所得税将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如各兑付机构

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兑付机构自行承担。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持有本期债券

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每手“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面值

人民币1,000元）实际派发利息为人民币54.80元（含税）。

3、对于持有本期债券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非居民企业（其含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

税法》），根据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2009年1月1日

起施行的《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2009]3号）以及2009年1月23日发布的

《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

47号）等规定，非居民企业取得的发行人本期债券利息应当缴纳10%的企业所得税，中证登上海分公司

将按10%的税率代扣相关非居民企业上述企业所得税，在向非居民企业派发债券税后利息，将税款返还

债券发行人，然后由债券发行人向当地税务部门缴纳。

七、相关机构

（一）发行人

名称：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江苏宝应安宜镇苏中路1号

联系人： 曹荣竹

电话： 0514-88248896

传真： 0514-88248897

邮政编码： 225800

（二）主承销商

名称：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A座41楼

联系人：徐思

电话： 0755-82960525

传真： 0755-82943121

邮政编码： 518026

（三）托管人

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166号中国保险大厦3层

联系人： 徐瑛

电话： 021-6887� 0114

传真： 021-6887� 5802

邮政编码： 200120

特此公告。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

600758

证券简称：红阳能源 公告编号：临

2015-008

辽宁红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本公告所载201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一、201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 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260,838,064.44 265,203,484.31 -1.65

营业利润

15,698,090.31 23,183,412.44 -32.29

利润总额

19,093,344.57 24,920,457.80 -23.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917,263.14 17,557,943.83 -26.43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06 0.08 -26.3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3% 5.34%

减少

1.51

个百分点

?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802,384,681.25 740,428,302.41 8.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40,581,314.20 333,894,503.86 2.00

股 本

207,681,760.00 207,681,76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1.64 1.61 2.01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指标

分别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32.29%、23.38%、26.43%。 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方面是本期根据国家环保部要求执行烟气二氧化硫排放200毫克/立方米的

新指标，公司大量使用低硫煤导致生产成本增加；同时已完工新热源厂的投入

运营，使得营业成本增加；另一方面是本期建筑安装工程收入较上期减少。

三、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林守信、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田文忠、会计机构

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黄爱萍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辽宁红阳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2月27�日

证券简称：飞马国际 证券代码：

002210

公告编号：

2015-012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4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 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32,119,055,956.28 29,850,483,097.82 7.60%

营业利润

168,419,570.17 130,817,475.48 28.74%

利润总额

171,666,594.94 135,055,353.45 27.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8,022,919.91 110,726,133.77 33.68%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37 0.28 32.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80% 17.23% 2.57%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17,058,420,693.39 12,638,253,492.51 34.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804,805,939.97 696,696,815.87 15.52%

股本

397,800,000.00 397,8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

元

）

2.02 1.75 15.43%

注：1、以上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上述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所有者权益、每股净资产等指标以归属母公司股东的

数据填列，净资产收益率按全面摊薄法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2014年度，公司继续积极拓展能源资源行业供应链业务，整体收入保持了稳定增长态势。 2014年公

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211,905.60万元，营业利润16,841.96万元，利润总额17,166.66万元，净利润14,

814.43万元，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7.60%、28.74� %、27.11%� 、33.68%。公司净利润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报

告期内，公司继续拓展资源行业供应链业务，营业收入稳定增长；公司加强内控管理，有效降低了管理费

用；同时，公司不断优化业务操作模式，外汇业务收益增长所致。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 公司总资产1,705,842.07万元， 净资产80,480.59万元， 分别比期初增长34.97%、

15.52%。公司资产增长的主要原因是：①公司业务拓展，营业收入规模提升，相应的应收账款、应付账款、

预付账款、预收账款等的增长。 ②公司依托供应链业务进行的外汇业务增长，运用远期外汇合约规避汇

率变动风险，在取得外币授信时，同时以相应的人民币作为保证，在外汇业务到期前，资产负债同时增

长。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在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2014年度经营业绩预

计不存在差异。

四、业绩泄露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不适用。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 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

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374

证券简称：丽鹏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7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4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689,840,244.99 660,601,761.08 4.43

营业利润

33,277,648.31 46,028,650.86 -27.70

利润总额

42,102,126.97 52,085,509.88 -19.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443,576.51 37,836,354.03 -22.18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15 0.20 -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8% 4.71% -1.1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2,873,864,060.21 1,267,562,988.59 126.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864,783,951.47 808,718,761.11 130.58

股 本

329,653,221 191,409,229 72.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5.66 4.23 33.81

注：以上内容均按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或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68,984.0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4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2,944.36万元，较上年下降22.18�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1、因国内经济

增速放缓，酒行业持续低迷，各大酒厂等客户通过招标等方式降低瓶盖采购价格，导致产品毛利率有所

下降；2、加大市场开拓，推动防伪瓶盖在其他市场领域的应用导致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增加；3、人工成

本不断上升、管理费用增加。 综合上述几点，致使公司整体利润水平下降。

（二）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287,386.4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26.72%；公司总负债98,196.90万元，较上

年同期增加126.59�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186,478.40� � 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加

130.58%。公司总资产、总负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增加较大的主要原因是2014年度公司

完成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收购重庆华宇园林股份有限公司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在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对2014年度公司经营业绩进行了预计：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变动幅度为-30%-0%（内容详见2014年10月25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站上的公司2014年第三季

度报告全文），本次业绩快报与前次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不适用。

五、其他说明

无。

六、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孙鲲鹏、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张国平签字并盖章的

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414

证券简称：高德红外 公告编号：

2015-002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4年度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会计师事务所预审

计，但与最终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397,784,582.07 356,275,367.88 11.65

营业利润

44,075,523.29 41,358,613.13 6.57

利润总额

78,358,571.94 58,727,595.95 33.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9,006,273.92 61,508,780.58 12.19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1150 0.1025 12.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7 2.58 0.2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2,578,091,319.04 2,721,033,845.83 -5.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2,436,869,280.33 2,379,712,050.91 2.40

股 本

600,000,000.00 600,000,000.00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

元

）

4.06 3.97 2.27

【注】

1、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上述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股东权益、每股净资产等指标均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数据填列。 净资产收益率按加权平均法计算，基本每股收益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

报规则第9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的要求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9,778.4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1.6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6,900.6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2.19%。

报告期内，公司采取多项措施，加强应收款项的催收和周转，当期坏账计提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因

公司承担了国家“产业转型升级” 和“工业强基工程” 等重大项目，政府补贴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公司

加大研发投入及新项目储备，加强市场开拓，管理费用及固定性费用进一步增加。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4年10月24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上公布的《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中预计：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去年增幅为

10%—40%。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业绩在上述业绩预计的范围之内。

四、其他说明

无其他说明事项。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

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642

证券简称：荣之联 公告编号：

2015-013

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4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496,732,665.48 1,173,910,462.78 27.50%

营业利润

207,309,860.46 146,560,140.24 41.45%

利润总额

210,524,967.80 147,632,478.59 42.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9,691,423.12 115,097,566.71 38.74%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4300 0.3772 14.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05% 11.99% -2.94%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3,209,604,624.15 2,158,229,836.21 48.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2,473,433,722.43 1,561,766,145.34 58.37%

股本

399,109,107.00 362,086,092.00 10.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

元

）

6.20 4.31 43.85%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本报告期实现营业总收入1,496,732,665.48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7.50%；实现营业利润207,309,

860.46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1.45%；实现利润总额210,524,967.80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2.60%；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9,691,423.12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8.74%。 经营业绩增长主要由于公司原有

业务及控股子公司北京车网互联科技有限公司业务均保持了稳定增长，同时公司本报告期合并报表范围

有所增加，合并全资子公司北京泰合佳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合佳通” ）业绩表现良好。

2、财务状况说明

本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较期初增长48.71%， 主要由于报告期内公司通过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泰合

佳通100%股权， 因购买日合并成本高于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并由此确认相应商誉所

致，另外因本期合并范围变化，增加合并泰合佳通资产负债表亦会导致本期资产的增加。

本报告期末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较期初增长58.37%，股本较期初增加10.22%，主

要由于报告期内公司因收购泰合佳通100%股权定向增发股票25,305,214股， 并发生资本溢价款537,

482,786.00元，以及非公开发行股票7,002,801股募集配套资金，并发生资本溢价款183,478,327.63元。

三、与前次业绩预告的差异情况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

净利润预计变动范围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

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563

证券简称：森马服饰 公告编号：

2015-03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业绩快报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4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收入

（

元

）

8,162,915,754.16 7,293,717,627.37 11.92%

营业利润

1,534,914,212.90 1,236,013,769.95 24.18%

利润总额

1,564,202,989.03 1,270,973,102.62 23.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1,092,719,696.41 902,003,762.02 21.14%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1.63 1.35 20.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36% 11.41% 1.95%

2014

年末

2013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总资产

（

元

）

10,477,124,711.27 9,714,473,359.00 7.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8,503,209,112.17 8,080,489,311.44 5.23%

股本

670,000,000.00 670,000,000.00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12.69 12.06 5.23%

注：1、上述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816,291.58�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11.92%； 实现营业利润153,

491.42万元，同比增长24.1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9,271.97万元，同比增长21.14%。

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如下：

（1）公司加强研发力度，优化销售体系，深化渠道变革，在保持儿童服饰营业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的

同时，休闲服饰也扭转下降趋势，恢复增长，营业收入有所提升；

（2）随着公司品牌影响力的提升以及去库存化卓有成效，使得毛利率提高。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总资产1,047,712.47万元，同比增长7.8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权益850,320.91万元，同比增长5.23%，资产负债率较低。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邱光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和会计机构负责人章军荣签字并盖章的

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